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歡迎首次參與 ZOOM 崇拜的來賓  6/6/2021 
  
  主日 週一 週二 週三 週四 週五 週末 

本周讀經  詩 143-145  詩 146-150 
王上 3-4, 

代下 1,詩 72 
歌 1-4 歌 5-8 箴 1-3 箴 4-7 

聖經機編號  621-623 624-628 
294-295,368, 

550 
672-675 676-679 629-631 632-635 

 

屯門平安福音堂  

長老：樊景文 (鄭崇楷, 潘就全) 

傳道：樊景文、黃寶玲 

幹事：陳家恩 

堂址：屯門青柏徑 6 號鹿苑高層地下(青菱徑入口) 電話：2459 3222 

本堂網頁 http://www.tmpec.org，電郵 tum@hkpec.org，主網頁 http://www.hkpec.org/ 

切勿走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郭偉文執事 

「耶和華是我的產業，是我杯中的份，我所得的你為我持守。」詩篇 16:5 

我們常形容那些富二代是含着金鎖匙出生，他們生於富裕的家庭，父母

已為他們預備了金庫，他們毋須努力，只需用父母給他們的金鎖匙打開

它，裏面一切財富，都是屬於他們。 

詩人大衞宣稱耶和華是他的主，他更滿有喜樂地宣告，神是他的產業。

他也去量度神給他的產業是何等豐盛，且深信神所賜給他的，一件也不

會失掉。這個時候，他的靈因而有滿足的喜樂！ 

耶和華神不僅是大衞的產業，也是我們的產業，因為我們也稱祂為主。

祂同樣為我們各人預備了一個寶庫，及可以打開它的鎖匙。但我們為何

不能像大衞一樣，在我們的生命中有滿足的喜樂呢？這個時候，是否意

味我們雖曾打開這個神賜給我們的寶庫，卻沒有仔細量度及計算，看不

見神給我們的產業是何等豐盛？我們眼前所視，是否只見世上一個又一

個苦杯要我們去嘗盡？又或許我們心存懷疑，我是誰？竟配得着這份寶

貴的產業？這個時候，我們何不反問自己：「難道兒子承受父親的產業，

是不合乎常理麼？」 

神的兒女們，快去察看神所賜給我們的寶庫，並仔細量度我們所要得着

的產業。這個時候，我們將會大大發現，得着耶和華神就已經是得着一

切，祂賜給我們的產業，沒有一件會失掉，我們的靈也因而會有滿足的

喜樂！ 

 



 

 家事報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.［6月平安月報〕已上載網頁 http://www.tmpec.org/files/PEC_M202106.pdf 

2.［出擊佈道〕短宣中心將於 6月 10 日周四下午 3:00-5:30 在屯平鄰近舉行
「落區教會佈道」。邀請弟兄姊妹報名參加。參加者請 6月1日前在團契
群組報名，以便安排分組。 

3.［本堂外借〕短宣中心借用作佈道集散○1 模擬佈道實習，分享及午間聚
會之用 6 月 9 日周三午 11:15-14:00○2 短宣落區佈道共兩場，6 月 10 日
周四 午 15:30-18:00 / 晚 19:00-21:00  

4.〔聯堂培靈會〕主題：天國的子民，6月10-12日 (周四至周六）晚上 7:30-9:30 

以網上直播形式舉行，講員劉志良牧師 
6月10日 革新思維遵守真理 https://youtu.be/u_olslBuybU 
6 月11日 創新眼光衡量價值 https://youtu.be/GNDj3QiDClo 
6月12日 更新視野實踐使命 https://youtu.be/DP4QLqv457c 

5.〔浸禮預告〕本堂浸禮主日為7月4日，凡申請受浸者(包括轉會者)必修受
浸輔導班。課程編排稍後公佈。 

6.〔暑期聖經班〕7月26至29日(周一至四)共4天在本堂舉辦，請留意網頁宣
傳，並接受網上報名 https://forms.gle/j21Eq9oUJSXBc2sR8 

 Zoom 直播安排，可早 10 分鐘進入，安靜預備  

〔擘餅 9:30-9:55〕；〔主日崇拜及兒童崇拜:10:15 開始〕  

〔事奉人員禱告會:9:00 開始〕  

職事  (6/6)事奉人員  (13/6)事奉人員  

擘餅/主題  
「然而我蒙了憐憫」提前 1:16  

郭偉文  

「腰纏萬眾」耶 13:11 

楊建君  

講員  樊景文  樊景文  

主席/領詩 陳禮昌  劉欣安  

司琴 陳恩倩  楊另志  

司事 徐水棠、章彩娟  林志雄、劉月芳  

當值/報告 彭玉貞  陳禮昌  

音響 林敏瑩  馮康寧  

樓梯機操作員 劉蔚旻  樊銘恩  

兒童崇拜  徐偉東、劉國泰、黃嘉莉  陳恩浩、李御築  

 

http://www.tmpec.org/files/PEC_M202106.pdf
https://youtu.be/u_olslBuybU
https://youtu.be/GNDj3QiDClo
https://youtu.be/DP4QLqv457c
https://forms.gle/j21Eq9oUJSXBc2sR8
https://us04web.zoom.us/j/3519488515
https://us04web.zoom.us/j/3519488515

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〔Zoom 祈禱會周三晚 8 時正〕－為神國、神家、肢體的需要代求 

《祈求主藉著禱告會，引領更多弟兄姊妹到主面前，同心合意為 

自己的靈命及教會復興禱告，經歷神在教會中大大的賜福。》 

日期 負責人 祈禱會主題 代禱肢體 

9/6 樊景文 聯堂培靈會 梁寬、梁鳳珍 

16/6 彭玉貞 尼希米團契 黎健芳、張木 

(一)祈禱會主題：福音與差傳     日期：2/6     出席：23 人 

詩歌：《敬拜頌歌 39》【主啊！求祢差遣我】 

經文：哥林多後書 5：18-21 

(二)祈禱方向: 

1.「和好」，「復和」是神願人與祂和好的心意，「賜人與神和好的職分」
是為著達到祂的心意，神呼召一些人並將勸說的使命託付給他們。
每個重生的基督徒都不能推卸這個呼召。 

2.基督徒需要認識自己是基督的大使，代表神作勸勉人接受福音。 

3.明白「人的罪是使神與神隔絕」(59:1-2)，人知罪而悔改乃聖靈的工作，
但我們卻須傳這和好的道理。 

(三)小太陽代禱: 

1.願悔改的靈强烈地進入游擊隊中間 , 減少襲擊活動 

2.週五各小組, 神的話深入組員心 , 生命有更新 , 見證主救恩 

3.眾同事以及眾事工在動盪中蒙主保守看顧 

4.我的身心靈每天被主更新 , 與祂同工 

5.出入醫院, 鄉村診所, 家訪病患都蒙主寶血遮蓋 , 不被感染 

6.印傭和媽媽的相處滿有主恩 

7.在上位者有智慧來處理疫情的擴散 

(四)其他代禱： 

1.曾家棠弟兄感謝主賜予我們恩典，祈求主賜我夠用力量和精神出席
主日崇拜和摩西團網上  Zoom，保守往返醫院覆診平安順利，病情
穩定進展，早日康復 ！ 

2.蔡俊諾感恩與代禱：每天康復都有進展，上周已開始返學上課，願
神看顧他的身心靈，保守他往後的生活作息正常。記念他仍有手
震、容易疲倦、盡快能執筆寫字及恢復記憶。 



 

 

各團契聚會  

日期  時間  團契名稱／對象  週會主題  

12/6(六) 10:00 早 摩西團－長者 永生神  

19/6(六)  4:00 午 以諾團－已婚、在職 認識神的公義  

12/6 (六)  4:30 午 尼希米團－青成、在職 聯堂培靈會  

12/6 (六)  4:00 午 約書亞團－青成、在職 聯堂培靈會  

13/6 (日) 12:00 午 提摩太團－大專、職青 面對心病  

 
支票抬頭：屯門平安福音堂有限公司/ Tuen Mun Peace Evangelical Centre Ltd； 
郵寄地址：屯門青柏徑 6 號鹿苑高層地下/ UG/F, Look Yuen, 6 Tsing Pak Path, 
Tuen Mun, N.T.(如有任何查詢，請聯絡教會同工。) 

奉獻記錄(2021 年 5 月 30 日) 
支票抬頭：屯門平安福音堂有限公司 

Tuen Mun Peace Evangelical Centre Ltd 

十 一 奉 獻 / 常 費  宣 教  感 恩  
奉獻總額  

15 ,500.00  

48968 1400 49442 3500 48968 500 49442 500 

48969 5000 49608 400 48970 200 49606 2000 

49441 1500     49606 500     

 財政簡報 2021 年 2 月 

奉獻封數  41 封 

 

慈惠基金 

   收入 $250.00 

奉獻收入  $126,265.00 支出 $0.00  

支出  $151,432.00 
本月結存        

$250.00 
本月不敷   ($25.167.00)   

   承上月結存 $88,069.30 
其他收入   累積結存 $88,319.30 

小太陽事工  $4,985.00   

愛心代轉  $4,900.00   

 

財政簡報 2021 年 3 月 

奉獻封數  52 封 

 

慈惠基金 

   收入 $0.00 

奉獻收入  $229,420.00 支出 $0.00  

支出  $175,103.00 本月結存        $0.00 

本月結存   $54.317.00   

   承上月結存 $88,319.30 
其他收入   累積結存 $88,319.30 

小太陽事工  $3,988.00   

愛心代轉  $400.00   

 

2021 年第二季主日學  

主題:【在恩典中活出今天--摩西五經】（二）【從救贖到敬拜】（出）（利）          

透過出埃及記及利未記，再思想神拯救我們的目的與意義，並學習以神喜悅的
敬拜方式，在神恩恩典下，活出蒙神悅納的子民的生命。   導師:伍敏婉姊妹 

日期:5 月 16,23,30 日、6 月 20,27 日、7 月 11,18,25 日 (共八課)  

時間:主日正午 12：00 禮堂及 Zoom 上課               

主題:【詩篇】選讀「上行之詩」延續        導師:樊景文、黃寶玲 

日期:5 月 16,23,30 日、6 月 13,20 日、7 月 11 日、8 月 1,22 日 (共八課) 
時間:主日下 2:30-3:30 Zoom 上課 (歡迎在屯平網頁上報名) 

 


